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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新区不同下垫面悬浮大气微塑料污染特征及潜在
生态风险评估
门志远，刘硕*，李昀东，宣立强，蔡璐瑶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25
摘要：悬浮大气微塑料（Suspended atmospheric microplastics，SAMPs）已被确定为水、土壤等环境单元的重要污染来源之一，并构成一定的潜在
生态风险 . 为了解 SAMPs 在不同环境中的差异，本研究以哈尔滨新区为研究区，使用便携式大气颗粒物采样器（Airmetrics，USA）对该区域 6 种
不同下垫面的空气进行采集，经过立体显微镜观察和傅里叶红外光谱仪（VERTEX 80）分析后，证实 SAMPs 广泛存在并得出关于 SAMPs 丰度

分布、类型、粒径、颜色和化学组成成分的数据信息 . 结果显示，碎片状 SAMPs 是耕地的优势类型，其他下垫面的优势类型为纤维状 SAMPs；
不同下垫面 SAMPs 的粒径组成结构相似，尺寸为 1~35 μm 的 SAMPs 占总数的 80.71%，其中，林地、草地和水域的小粒径 SAMPs 占比大于其他

下垫面，并且未发现粒径大于 100 μm 的 SAMPs；透明微塑料是各下垫面 SAMPs 的主要颜色类型，其中，建设用地和水域 SAMPs 中彩色微塑料

偏多，这与人类活动有直接关系；各下垫面 SAMPs 的聚合物组成包括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苯乙烯（PS）、
聚氯乙烯（PVC），其中，耕地和水域的 PE 定量百分比较大；通过生态风险评估模型初步计算，各下垫面生态风险较低，且发现人类集聚程度与
风险指数成正比关系 .SAMPs 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本文为进一步了解城市 SAMPs 的空间分布、运输和风险提供了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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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microplastics suspended in different underlying surfaces in Harbin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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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spended atmospheric microplastics（SAMPs）have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pollution in environmental units such

as water and soil，and they pose som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of SAMP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this study used
Harbin New area as the study area and collected air from six different underlying surfaces in the region using a portable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sampler

（Airmetrics，USA）. After stereomicroscopic observation and Fourier infrared spectrometer（VERTEX 80）analysis，the widespread presence of SAMPs

was confirmed and data information on the abundance distribution，type，particle size，color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SAMPs was derived. The
analysis indicat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ragmented SAMPs were the dominant type in cultivated land，and the dominant type in other substrates was

fibrous. The particle size composition structure of SAMPs was similar in different underlying surfaces，and SAMPs with size range from 1 to 35 μm
accounted for 80.71% of the total，among which the percentage of small size SAMPs in woodland，grassland and water area was larger than other
underlying surfaces，and no SAMPs with particle size larger than 100 μm were found. Transparent microplastics were the main color type of SAMPs in

each subsurface，among which colored microplastics were more in construction land and water SAMPs，which were directly related to human activities.
The polymer composition of SAMPs of each subsurface included PP，PET，PE，PS，and PVC，among which the quantitative percentage of PE was
larger in cultivated land and water. Preliminary calculations by th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model showed that the ecological risk of each subsurface

was low，and the degree of human concentration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risk index. SAMP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life，and this
paper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transport and risk of urban S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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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Introduction）
对塑料污染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但直到 2004 年微塑料（Microplastics，MPs）污染的概念才被

Thompson 等首次提出，微塑料也随后被定义为在环境中经过光化学降解、热氧化和生物腐蚀等过程反复作
用而裂解成的直径小于 5 mm 的塑料颗粒和碎片（Thompson et al.，2004）. 随后，学者们开始关注 MPs 在各种

环境中的分布，
结果不容乐观 .MPs 分布之广、
数量之多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上至海拔 8848.86 m 的珠穆朗玛峰，
下至水深 11034 m 的马里亚纳海沟都有 MPs 的踪迹（Dasgupta et al.，2018；Napper et al.，2020）. 大气是许多悬

浮物质在区域及全球范围内运输的重要途径（Camarero et al.，2017）. 大气运动中的对流、湍流等过程是影响

微塑料运移的重要载体，并可以影响海洋和陆地环境中塑料污染通量（Bank et al.，2019；Liu et al.，2019b；
Zhang et al.，2019）. 与海洋环境中的微塑料研究过剩和陆地环境中越来越多的研究相比，悬浮大气微塑料

（Suspended atmospheric microplastics，SAMPs）的研究直到最近几年才引起关注 .

迄今为止报道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大气沉积方面，即在选定地点被动收集沉积材料，如 2017 年 Cai 等

（2017）发表了关于中国东莞大气沉降物中微塑料特征的初步研究结果，研究中对沉降微塑料的形状、聚合

物成分等特征进行了初步鉴定，证实了微塑料的沉积与微塑料的运输有关；2017 年，周倩等以烟台为例报道
了中国滨海城市大气环境中微塑料的类型、沉降通量及季节性变化的研究成果，并认为 SAMPs 会通过沉降
进入陆海环境，成为海洋环境中 MPs 的重要来源（Zhou et al.，2017）；Allen 等在 2019 年发文称在偏远、原始山

区集水区（French Pyrenees）的观测结果中发现有 SAMPs 沉积，并认为风速和风向与沉积之间存在着重要的
联系（Allen et al.，2019）. 被动采集的方法虽然易于复制且采样方便，但难以确定空气采样的相对数量和收集
的 MPs 是否仅仅是大气沉积 . 故悬浮颗粒采样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实验所使用，2017 年 Dris 等首次调查了

室内和室外空气中的纤维并发现室内纤维浓度远高于室外纤维浓度，这些纤维中以天然纤维为主（Dris et
al.，2017）；次年 5 月 Liu 等对上海 SAMPs 的潜在来源和空间分布进行了调查的同时还对 SAMPs 做了初步的

风险评估，结果表明，上海市 SAMPs 生态风险较小，人们每天从室外环境中吸入大约 21 个微塑料颗粒（Liu et

al.，2019a）；2020 年 Li 等在北京市近地表空气、地表沉积的粉尘和建筑材料中收集了纤维颗粒并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微塑料颗粒主要来自地面，沉降后可再次悬浮，20 μm 可能是纤维粒子重新悬浮到空气中的临界
尺寸（Li et al.，2020）. 使用主动抽气泵取样可以对已知体积的室内空气进行取样，这使得采样的标准化方面
拥有一定的基础，同时在采样方面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 .

此外，MPs 与生物健康有一定的关联 .MPs 在迁移过程中可吸附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物，从而对动、植

物乃至人类构成潜在健康威胁（Yan et al.，2019）.Amato-Loureno 等在 20 个尸检样本的 13 个肺部组织中发现

MPs，这表明 MPs 可被人体吸入而人们对 SAMPs 却知之甚少（Amato-Loureno et al.，2021）. 人类活动基于不同
下垫面进行，而悬浮在各种下垫面上空的微塑料颗粒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 因此，对于各下垫面 SAMPs 污

染的分布特征、组成成分和生态风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以哈尔滨新区为研究区，对不同下垫面
SAMPs 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未来认知 SAMPs 来源和评估生态风险提供基本的数据支持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研究区域及采样点布设

2021 年 5 月对黑龙江省哈尔滨新区不同类型下垫面进行 SAMPs 调查 . 为了解 SAMPs 在不同下垫面的分

布及潜在生态风险，采样区域（记作 Sn）分别布置在哈尔滨新区 6 种不同类型的下垫面 . 依据《土地利用现状
分类》，结合刘纪远等在 LUCC 分类系统中的一级类型，将下垫面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土地和

城乡、工矿、居民用地（下称“建设用地”
）6 种类型（刘纪远等，2003；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17）. 研究

区西北侧有大片居民区，人口集聚、活动集中，土地利用类型属建设用地，记作采样区域 S1；S2 选在研究区中

部大片耕地中央位置，不易受其他下垫面影响，具有代表性；S3 布置在研究区东侧，该区域有部分土地暂未
开发，植被覆盖极少，地表为沙土覆盖，属未利用土地；在西北居民区以南是大块复合植物群落，作为自然草

地是 S4 的最佳选址；S5 布置于研究区东侧的松花江西岸；S6 布置在研究区东南处的乔木林处（图 1）. 为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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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性，每个采样区域依据《环境空气质量手工检测技术规范》设置 5 个采样点，记作 Pn（图 1）
（环境保护部，
2017）.

图1
Fig.1

2.2

采样点位置图

Location of sampling points

采样方法

样品采集选择在无风或微风天气下进行，使用 MiniVol 便携式大气颗粒物采样器（Airmetrics，USA），进

气流量控制在（10±0.1）L·min-1，采样时长为 10 h，高度 1.7 m（人类普遍呼吸高度），每个样本滤气量为 6 m3

（Liu et al.，2019a）. 选用孔径 1 μm、直径 47 mm 的混合纤维素酯膜进行过滤，在采样前随机抽取纤维素酯膜
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以确认其并未污染 . 采样器启用前进行压力校正并设置延时 1 min 采样，启动后采样

员迅速转移至下风处，以避免衣物污染 . 采集完成后，迅速使用不锈钢镊子将采样器过滤膜转移至洁净的
空气取样盒中 .
2.3

2.3.1

样品观测和鉴定
样品观测

由 3 名不同的观察者对纤维素酯滤膜上的疑似 SAMPs 形态、颜色、尺寸进行观察，使用配

备徕卡 DFC 450C 相机的立体显微镜拍照，当三者观察结果差异小于 5% 时存档，经后续测定确认后纳入统
计 . 当出现存疑颗粒物时，则需经鉴定确认后再存档观察，随即修正统计数据 .
2.3.2

成分鉴定

使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VERTEX 80）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4800）对颗粒物样品进行

成分鉴定及辅助鉴定 . 将测量后的化学光谱与聚合物的参考光谱进行比较，匹配值大于 70% 者确定为塑料
材料 . 实验枚举并鉴定了所有滤膜上的颗粒物样品，以确保准确定量 SAMPs.
2.4

生态风险评估

生态风险是指某系统的正常功能受外界胁迫而在目前和将来减小该系统内部某些要素或其本身健康、

价值等的可能性（刘鸿雁，1995）. 毋庸置疑，SAMPs 正充当了外界胁迫的角色 . 为了解不同类型下垫面

SAMPs 的潜在生态风险，本文采用 Liu 等（2019a）在上海市调查时开发的潜在生态风险评估模型进行评估，
具体见式（1）和式（2），该方法在没有建立统一标准的 SAMPs 风险评估领域具有相当的适应性和参考性 .
RI = ∑i = 1 E i
n

Ei = Ti ×

()
Ci
C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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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I 为潜在生态风险，Ei 为潜在生态危害单一指数，Ti 为聚合物的化学毒性系数，Ci 和 C0 分别为观察到的

SAMPs 聚合物浓度和背景浓度 . 为与上海生态风险结果形成对比评估，本实验同样选择巴黎的室外 SAMPs
丰度（0.9 个·m-3）作为背景值 .

3
3.1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SAMPs 丰度分布规律

本次实验抽滤空气 180 m3，共鉴定出 SAMPs 337 个，不同类型下垫面 SAMPs 丰度分布如图 2 所示 . 在整

个研究区内，不同类型下垫面的 SAMPs 丰度为 0.63~

3.87 个·m-3，平均丰度为 1.87 个·m-3. 此前研究发现，
MPs 浓度与人类活动有紧密的联系 . 值得注意的是，
哈尔滨新区人口密度与上海市有很大差距，但该区

SAMPs 平均丰度值（1.87 个·m-3）却高于上海市（1.42
个·m-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对

扬 尘 污 染 的 控 制 和 监 督 有 一 定 关 联（Huang et al.，
2020）. 另一方面，在对巴黎的 MPs 研究中发现，降水有

利于空气中 MPs 的沉降，在对本实验研究区空气采集
时，正值该区域少雨期，沉降在地面上的 MPs 易重新悬

浮并进入空气中，从而使 SAMPs 丰度值偏高（Dris et
al.，2015）.

对 6 种下垫面 SAMPs 丰度值进行比较，结果为 S1

（建设用地）>S2（耕地）>S3（未利用土地）>S5（水域）>

图2
Fig.2

各下垫面 SAMPs 数量和平均丰度

SAMPs quantity and average abundance of each underlying
surface

S4（草地）>S6（林地）.
3.2

3.2.1

不同下垫面 SAMPs 形态特征
类型分布

实验将观测到的 SAMPs 分为纤维状、碎片状和颗粒状 3 种类型，各个下垫面 SAMPs 类型

组成比例如图 3 所示 . 总体上看，纤维状是 SAMPs 的主要类型，占比 60.83%，其次是碎片状（30.27%），占比最
少的 SAMPs 类型为颗粒状，仅为 8.90%. 这一结果与环
渤海海岸、中国上海和中国南海 SAMPs 类型组成近似

（田媛等，2020）.S1、S3、S4、S5、S6 处 SAMPs 类型组成
比例相仿 . 值得注意的是，S2（耕地）处 SAMPs 的优势
形态为碎片状（50.00%），其次为纤维状（43.75%），这

与 Huang 等（2021）在云南高原耕地土壤中调查到的
MPs 形态类型组成有一定的相似度 . 这一结果与该区
域频繁的农业活动有关，广泛使用的地膜、随意丢弃

的化肥编织袋、拖拉机的轮胎碎屑都与耕地中的 MPs
有直接关联，此外，翻土、松土会将大块 MPs 切割为小

块 MPs，从而使沉降后的 SAMPs 在垂直方向上发生迁
移，蔓延到土壤深处或大气中（Li et al.，2019）.
3.2.2

粒径分布

将 SAMPs 按 粒 径 大 小 分 为 1~10、

10~20、20~35、35~50、50~100、100~400 和>400 μm 7 个

梯度等级 . 由图 4 可知，各类型下垫面 SAMPs 粒径构成

图3
Fig.3

各下垫面 SAMPs 类型比例

Proportion of SAMPs types on each underlying surface

相似，1~10 μm 和 10~20 μm 粒径 SAMPs 占比较大，20~35、35~50 μm 粒径 SAMPs 次之，余下占比较小 .S1、S2、
S3 处 均 有 大 颗 粒 SAMPs 发 现 ，相 比 之 下 ，S4、S5、S6 处 没 有 观 察 到 大 粒 径 SAMPs 且 粒 径 大 于 100 μm 的

SAMPs 个数较少 . 植被可使颗粒物停留、附着、粘附在其器官表面，除此之外，林地、草地中的植物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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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风速促进 MPs 沉降、改变风场阻拦 MPs 进入局部区域（范舒欣等，2015；张羽等，2019；刘浩栋等，2020）.
S4、S6 处植被覆盖茂盛，故这两处 SAMPs 数量少且无粒径大于 100 μm 的 MPs；S5 处的现象是因为水分蒸发
促使空气相对湿度升高，增强了聚沉效应，从而降低了大气颗粒物浓度（丛岭等，2017）. 总体上看，随着
SAMPs 粒径尺寸逐步减小，其丰度值逐步增大 . 与北京不同的是，1~35 μm SAMPs 占总数的 80% 以上，这表
明 35 μm 可能是悬浮大气微塑料的临界 .

图 4 各下垫面 SAMPs 粒径个数及比例
Fig.4

3.2.3

颜色分布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SAMPs particle size on each underlying surface

观察到的 SAMPs 大致分为透明、白色、黑色、红色、蓝色和黄色 6 种颜色 . 如图 5 所示，透明

SAMPs 在 S3、S4 和 S6 处占比较大，均在 70% 以上；黑色 SAMPs 在 S2 处占比最大（28.7%），是其他研究区域黑
色 SAMPs 的 3~4 倍；彩色 SAMPs 在 S1 处有绝对的颜色优势，其次是 S5 处，分别占比 31.0% 和 21.2%.
SAMPs 与人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合成纺织品

是 SAMPs 的主要来源（Prata，2017；Liu et al.，2019a）.S1
位于人口居住区，人类活动频繁，其在穿着、晾晒衣物

的过程中，衣物中五颜六色的纺织材料会随着阳光照
射、活动摩擦释放到大气之中，这是 S1 处 SAMPs 数量

多 、彩 色 SAMPs 占 比 大 的 主 要 原 因（Gasperi et al.，
2018；Liu et al.，2019a）；耕地 S2 处 SAMPs 以碎片状为
主，其中黑色 SAMPs 占比最大，这是因为塑料地膜、化
肥包装是土壤 SAMPs 的主要来源，而这些 SAMPs 常为

透明和黑色（Wang et al.，2019）；S3 处为未建设裸地，
日光直射地面，紫外线照射光照较强，彩色 SAMPs 在
氧化和照射下可以转变为透明 SAMPs，此外，未开发

地区几乎没有人类活动，这是研究区域 S3 处彩色 MPs

数量少、透明 SAMPs 占比大的首要原因（汪新亮等，
2020）；S5 处彩色 SAMPs 占比为 21.2%，这与水域人类

图 5 各下垫面不同颜色 SAMPs 比例
Fig.5

钓鱼活动有关 .

Proportion of SAMPs of different colors on each underlying
surface

总的来看，透明 SAMPs 是观察到的 SAMPs 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比达 54.8%；其次是黑色和白色 MPs，占比

分别为 18.3% 和 12.7%；占比最少的是红色、蓝色和黄色 SAMPs.
3.3

不同下垫面 SAMPs 聚合物成分分析

对 6 种下垫面共 30 个点位的 SAMPs 样品进行聚合物成分鉴定，结果如图 6 所示 . 典型红外光谱图见图 7.

光 谱 分 析 表 明 ，哈 尔 滨 新 区 SAMPs 的 聚 合 物 组 成 为 聚 乙 烯 PE（27.30%）> 聚 对 苯 二 甲 酸 乙 二 醇 酯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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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 聚 丙 烯 PP （21.96%）> 聚 氯 乙 烯 PVC
（14.24%）>聚苯乙烯 PS（11.28%）. 纤维状 SAMPs 主要

以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和聚丙烯（PP）为主，
碎片状则主要是聚乙烯（PE）.

各下垫面聚合物构成相似，以 PP 和 PET 为主，两

种 聚 合 物 占 样 品 总 数 的 50% 以 上 . S2 处 多 碎 片 状

SAMPs，经 检 测 碎 片 状 SAMPs 的 主 要 成 分 是 聚 乙 烯

（PE），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当地在农业生产中使用
地膜有关；聚氯乙烯（PVC）在建筑材料、工业制品、日
用品等领域被广泛应用，而未利用土地（S2）人迹罕

至，少有人类活动，故该处聚氯乙烯（PVC）占比低；S5
处常有人进行钓鱼活动，渔具的老化、磨损被推断为
该处聚乙烯（PE）占比高于其他下垫面的重要原因 .
3.4

SAMPs 的可能来源

SAMPs 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合成纺织品，MPs 会随

图6

各下垫面 SAMPs 聚合物组成比例

Fig.6 SAMPs polymer composition ratio of each underlying surface

着居民衣物磨损、洗涤和干燥过程中脱落从而释放到环
境当中（Prata，2017），同时，纤维状 MPs 还会因风力和

光照而碎裂、降解为更细小的颗粒（Gasperi et al.，2018）.
由于 S1 位于建设用地，附近为居民住宅区，SAMPs 丰度

受 人 类 活 动 影 响 严 重 . 所 以 ，S1 处 丰 度 值 最 大（3.87
个·m-3），这也是该下垫面丰度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下垫
面 的 原 因 ，说 明 SAMPs 丰 度 受 人 类 活 动 影 响 严 重

（Browne et al.，2011）；S2 处 SAMPs 丰度较高则与频繁的
农业生产活动有关 . 有研究表明，地膜的使用及其在

耕作土壤中的长期残留是 MPs 污染的重要原因（Huang

et al.，2021）；S3 处为未利用土地，地表空旷，易起风尘，
这不利于 SAMPs 等颗粒物的沉降（Monica et al.，2020）.

图7
Fig.7

已鉴定典型 SAMPs 光谱

Typical SAMPs spectra have been identified

此外，沉降后的 SAMPs 也容易受风的影响重新悬浮到空中（Dris et al.，2015）；Dong 等研究发现，微小水滴可
以有效去除空气中的颗粒物，S4 处采样点位于水面之上，5 月哈尔滨新区气候炎热，蒸发量大，较高的湿度利
于 SAMPs 的沉降，这是该区域 SAMPs 丰度相对较低的原因（Liu et al.，2019a；Dong et al.，2020）；S4 和 S6 处

SAMPs 丰度值较低，这是由于树林和草地能够有效阻滞和吸收颗粒物，从而降低颗粒物浓度（朱利娟，2017；
Przybysz et al.，2021）.
3.5

生态风险评估

SAMPs 体积小、降解难、比表面积大，易与生物体发生相互作用，其在生物器官内积累聚集可引发炎症

等一系列问题（Wang et al.，2016；Wright et al.，2013）. 早在 1975 年 Pimentel 等便发现如果人们长期吸入合成
纤维，会引起各种支气管疾病，如哮喘、自发性气胸和慢性肺炎等（Pimentel et al.，1975）；MPs 中含有的未反

应单体、添加剂、色素和其表面附着的有害重金属、有机物会导致相当的健康风险，包括生殖毒性、致癌性和
致突变性（Linares et al.，2015）.

有体外实验发现，聚丙烯（PP）和聚乙烯（PE）纤维在合成体外细胞外肺液中的 180 d 内，几乎没有溶解或

是特征的变化，这表明 MPs 可以在肺中长期存在（Law et al.，1990；Greim et al.，2001）.20 μm 以下颗粒物难以

被人体肺部清洁，此外，20 μm 还很有可能是 MPs 颗粒重新悬浮到大气中的临界尺寸，这大大增加了 20 μm

以下 SAMPs 的风险性（Law，1990；Li et al.，2020）. 哈尔滨新区 1~20 μm SAMPs 占比 64.9%，1~35 μm SAMPs
占比 80.7%，由此可见，对哈尔滨新区空气中 SAMPs 进行初步的生态风险评估很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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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潜在生态风险指数为基础，结合丰度和聚合物类型，对哈尔滨新区不同类型下垫面 SAMPs 进行了初

步风险评估（表 1）
（Lithner et al.，2011）.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的标准水平如表 2 所示 . 哈尔滨新区 SAMPs 生态

风险指数为 1.59~9.44，与 SAMPs 丰度呈正比关系，表现为建设用地 S1（9.44）>耕地 S2（5.70）>未利用土地 S3

（4.74）>水域（2.22）>S5 草地 S4（2.07）>林地 S6（1.59），各个下垫面的风险等级均为较低 . 建设用地 S1 处于

人类生活居住区，人类活动频繁，生态风险指数最高；林地 S6 远离人类，生态风险指数最低 . 由此可以推断，
人类活动越频繁的地方，SAMPs 生态风险越高 . 与上海市同高度（1.7 m）点位相比，哈尔滨新区生态风险指数
显著偏高，这可能是由于在该区的采样分析中注重 20 μm 以下的 SAMPs（Liu et al.，2019a）. 此外，由于本实验

只测得了占主要组成成分的 5 种聚合物含量，不排除有其他聚合物的存在，因此，哈尔滨新区 SAMPs 的生态
风险指数被低估 .
Table 1

表1

研究区 SAMPs 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SAMPs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 the study area

5.70

较低

4.74

较低

较低

2.07

中等

较低

2.22

较高

较低

1.59

危险

较低

4.29

高危

较低

PP、PET、PE、PS、PVC

9.44

较低

S3

PP、PET、PE、PS、PVC

S4
S5
S6

总计

PP、PET、PE、PS、PVC
PP、PET、PE、PS、PVC
PP、PET、PE、PS、PVC
PP、PET、PE、PS、PVC
PP、PET、PE、PS、PVC

注：RI 为潜在生态风险 .

4

风险等级

聚合物类型

S1

表2

微塑料潜在生态风险的污染标准

Pollution criteria for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s of microplastics

RI

下垫面
S2

Table 2

生态风险评价

RI

单因素生态风

<150

较低

300~600

较高

≥1200

高危

Ei

险评价

150~300

中等

600~1200

危险

<40

40~80

80~160

160~320

注：RI 为潜在生态风险，Ei 为潜在生态危害单一指数 .

≥300

结论（Conclusions）
1）哈尔滨新区 SAMPs 平均丰度值为 0.93 个·m-3，各类型下垫面 SAMPs 丰度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建设

用地 S1>耕地 S2>未利用土地 S3>水域 S5>草地 S4>林地 S6，下垫面 SAMPs 污染与人类活动有直接联系 .

2）哈尔滨新区 SAMPs 分为纤维状、碎片状和颗粒状 3 种类型 . 耕地 S2 处 SAMPs 的优势形态为碎片状

（50%），其余各下垫面 SAMPs 类型以纤维状为主；研究区 SAMPs 的主要粒径范围为 1~35 μm，占比 80.7%，
草地 S4 和林地 S6 处未发现粒径大于 100 μm 的 SAMPs；透明、白色、黑色、红色、蓝色和黄色是新区 SAMPs 的

主要颜色构成，其中，透明 SAMPs 占比 54.8%，建设用地 S1 和水域 S5 彩色 SAMPs 居多，耕地 S2 黑色 SAMPs
居多 .

3）哈尔滨新区 SAMPs 聚合物组成表现为 PE（27.30%）> PET（25.22%）> PP（21.96%）> PVC（14.24%）>

PS（11.28%）. 纤维状 SAMPs 主要成分是 PE 和 PP，碎片状则多是 PE.

4）哈尔滨新区 SAMPs 生态风险指数为 1.59~9.44，表现为建设用地 S1>耕地 S2>未利用土地 S3>水域 S5>

草地 S4>林地 S6. 各下垫面的风险等级较低，与 SAMPs 丰度呈正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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